
最嚴高考啟動 作弊可判7年
特警押運試卷 驗證人臉與指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盧靜

怡 北京、廣州報道）內地高考今日拉

開帷幕，940萬考生將上陣高考「前

線」。今年高考是「作弊入刑」之後的

首次高考，涉及考試作弊最高可判處七

年有期徒刑，堪稱為「史上最嚴」。內

地多個地區將採用特警押運試卷、「人

臉識別＋指紋驗證」、增加監考力量、

嚴禁帶手錶入考場等方式，提升考場作

弊防控系統。另據公安部消息，目前全

國公安部門已破獲涉高考案件10餘

宗，清理違法信息6,000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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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考生今日迎來一
年一度的高考，就連遠
在大洋彼岸的英國著名
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也
不忘發微博鼓勵高考考

生，稱「未來因你們而生」。
據中新網報道，霍金昨日在微博中表

示，「你們中的許多人即將參加2016年
高考，我在這裡祝願你們，新一代的科學
人才，金榜題名。這是你們勤學不輟的頂
峰，也標誌着你們美好未來的開始」。

霍金還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
的父母一直很重視教育。我很慶幸這一
路以來學習給我帶來的無數機會。無論
你勵志成為一名醫生、老師、科學家、
音樂人、工程師或是作家 —— 請勇往
直前地追逐你的夢想」。

霍金最後不忘鼓勵考生說，你們是下
一代的大思想家和意見領袖，未來將因
你們而生。

霍金的這條高考祝福微博隨後獲得幾
十萬網友點讚，有網友笑稱，「感覺像
是得到了全宇宙的祝福」；還有網友調
侃稱，終於學到了「高考」的英文正確
表達方法。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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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隨着今年高
考進入最後倒計時，一年一度的「高考經濟」
也不斷升溫，名目繁多的「高考產品」已被商
家集中推出。其中，高考勵志服飾等產品受到
家長和考生的追捧。
記者梳理淘寶網、京東商城等內地多個網絡

購物平台發現，有眾多商家推出各式的高考勵
志T恤衫，這些T恤衫上都印有「勢不可
擋」、「金榜題名」、「馬到成功」、「逢考
必過」等勵志字樣。其中一款T恤標價42.9元
人民幣，胸前印有「考的全都會，蒙的全都
對！」，月銷量已超過300件。看評價，多數
是為高考考生準備的「戰服」，希望他們能旗
開得勝、金榜題名。
記者注意到，除了標語類的T恤，還有中國風

的狀元紅T恤、
高考福袋掛件、
高考吉祥物等其
他高考商品在網
上也取得了不俗
的銷售業績。
對此，華東交

通大學心理素質
教育研究院常務
副院長舒曼認
為，高考勵志服
飾具有一種積極的心理暗示作用。「但是不能
迷信，更不要過度依賴於外在物品。」他說，
心態固然重要，但考試時，關鍵還得靠考生平
時的知識積累和考試技能，實力才更重要。

「勵志戰服」受熱捧

■■網上熱賣的高考勵網上熱賣的高考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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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家庭醫
生制度。國家衛計委等六部門聯合制定
的《關於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的指導
意見》昨日正式公佈，提出明年家庭醫
生簽約服務覆蓋率達到30%，重點人群
覆蓋率達到60%，預計在2020年實現全
覆蓋。
對於家庭醫生制度今年的工作，意見

指出，在200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

城市開展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並鼓勵其
他有條件的地區積極開展試點。優先覆
蓋老年人、孕產婦、兒童、殘疾人等人
群，以及高血壓、糖尿病、結核病等慢
性疾病和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等。
國家衛計委表示，現階段家庭醫生主

要包括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註冊全科醫
生，以及具備能力的鄉鎮衛生院醫師和
鄉村醫生等。
此外，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會在就醫、

轉診、用藥、醫保等方面對簽約居民實
行差異化的政策，如按照協議為簽約居
民提供全程服務、上門服務、錯時服
務、預約服務等多種形式的服務；家庭
醫生團隊將擁有一定比例的醫院專家
號、預約掛號、預留床位等資源，方便
簽約居民優先就診和住院等。

醫保可支付部分費用
至於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的費用，意見指

出，將根據簽約服務人數按年收取簽約服
務費，由醫保基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
費和簽約居民付費等方式共同分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第四屆深圳國際低碳城論
壇將於本月17至18日在深圳國際低
碳城會展中心舉辦。本屆論壇聚焦
綠色創新，將展現我國應對氣候變
化的最新成果，就綠色創新、城市
轉型發展等主題舉行主旨發言，並
發佈系列低碳新技術和投資項目。
據悉，論壇主題為「綠色 創

新：城市轉型發展的新動力」，共
設主論壇、平行論壇、專題研討
會、專題展覽、配套活動等五大板
塊，其中，平行論壇共有13個，專
題研討會3個，將有來自40多個國
家和地區近 2,000 名嘉賓參加論
壇。

美前副總統談城市協調發展
「氣候現實項目」創始人及主
席、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聯合國前
副秘書長沙祖康，國務院參事、科
技部原副部長劉燕華，世界銀行高
級顧問、前首席知識官高爾捷思坦

尼等將在論壇上就未來綠色創新、
城市均衡協調發展作主旨發言，從
全球角度闡述堅持綠色發展、循環
發展、低碳發展的長遠意義，堅持
創新驅動的重要作用。
論壇不僅關注應對氣候變化和低

碳發展，還關注經濟轉型與城市治
理，為城市轉型發展提供智力支
持。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
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長
杜祥琬，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可持續
城市司司長霍巴拉等將就此作重點
發言。
此外，論壇還將發佈全球可再生

能源領域最具投資價值的十大領先
技術藍天獎，並舉辦第一屆深圳國
際低碳清潔技術展、深圳國際低碳
城重點引進項目集中簽約儀式、
「綠航星際活動等。其中，近2,000
平米的首屆「深圳國際低碳清潔技
術展」，匯集了53個綠色環保、清
潔智能的城市或優質企業最新科研
成果。

國際低碳城論壇月中深圳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深港大健康
科技交流會近日在深圳召開。記者了解到，在會上深
港兩地形成深港大健康科技合作建設方案，兩地將以
生命健康產業為主要方向，利用深圳的產業配套能力
和香港國際信息中心的有利條件，搭建大健康領域的
「兩平台一園區」。預計到2020年，入駐園區的相關
產業企業將達到500家，產業每年增加值將達800億
元（人民幣，下同）。
大健康產業是未來極具增長潛力的新興產業，深港
兩地在大健康產業領域早有合作。此次科技交流會
上，深港兩地醫療、科技界數十位專家參會。香港科
技大學副校長李行偉、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盧毓
琳、香港科技大學中藥研發中心主任詹華強作為港方

代表出席本次會議。會上，兩地專家共同討論了深港
大健康科技合作建設方案。

共建「兩平台一園區」
方案指出，深港將合作共建「兩平台一園區」，

具體包括深港大健康科技基礎平台、深港大健康交
流合作平台，以及深港大健康科技產業園，將用5到
8年左右的時間，以中醫藥應用研究和產業化為核
心，以生命科學、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為重點，培
育發展若干自主創新能力強、在國際上具有科技引
領作用的知名企業和研究機構，在生命信息、個體
化治療、數字化健康管理等領域實現技術研發和產
業化的階段性成果。到2020年入駐園區的企業達到

500家，國際著名醫療機構達到20家，健康管理、康
復療養、健康服務等機構達到120家，產業每年增加
值達800億元。
會議還決定，深港雙方將在近期成立深港大健康科
技交流促進會，推動兩地在大健康產業資源、空間佈
局和政策需求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大健康科技交流促
進會也有望在今年9月22日的BT領袖峰會上宣佈成
立。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深圳市科協主席蔣宇揚

表示，科協將全力支持深港大健康科技合作項目，讓
其成為深港兩地新經濟增長引擎；並通過「一帶一
路」戰略推廣出去，引領世界新一輪生命健康科技的
大發展。

深港打造健康產業合作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
日宣佈，應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邀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將於本
月12日至14日對中國進行
正式訪問。李克強總理與默
克爾總理將共同主持第四輪
中德政府磋商。
洪磊說，默克爾總理此訪是她任內第9次訪華，主要

目的是同李克強總理共同主持第四輪中德政府磋商。在
京期間，習近平主席、張德江委員長將分別會見默克爾
總理。除北京外，默克爾總理還將訪問遼寧瀋陽。
洪磊表示，中德政府磋商機制由兩國總理牽頭，是統
籌推進中德合作的最重要協調機制平台，自2011年建
立以來已舉行三輪磋商。雙方將有20餘位部長或副部
長級官員參加，共同商討下階段雙邊各領域合作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中國國防部維和
事務辦公室和聯合國維和部共同舉辦的聯合國維和特
派團高級官員培訓班昨日起在北京開訓。這是中國首
次舉辦聯合國維和特派團高級官員培訓班。主管維和
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蘇和專程來華出席開訓儀式。
開訓儀式上，全體人員起立默哀，悼念6月1日在馬里
遇難及所有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犧牲的維和軍人。
聯合國維和特派團高級官員培訓是維和領域最高層

次的培訓。參加本次培訓的人員來自17個國家的26名
國際維和領域資深專家。

京首辦維和特派團培訓班

德總理默克爾12日訪華

去年高考期間，江西南昌曾發生一宗大規模替考案，引發
社會廣泛關注。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

案（九）明確，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將入
刑定罪，最高可判處7年有期徒刑。今年，嚴防作弊、替考
成了有關部門部署高考考場紀律的工作重點。不少地區還將
高科技引入了考場，用以提升考場作弊防控系統。

穗三道程序防作弊
記者昨日走訪廣州市第二十一中學考點時，一名老師正為
考生講解「人臉識別＋指紋驗證」的檢測程序。他介紹，高
考當日，考場外會安排監考員使用手持式考生身份信息採集
驗證設備驗證。驗證時，考生同時需要平視設備的攝像頭，
直到屏幕顯示出考生姓名、考號等信息才能進入考場。該老
師對記者表示，每名考生通過「人臉識別+指紋驗證」大約只
需要6秒。他稱，考生順利進入考場要到考室時，又再經過
老師金屬探測儀驗證所帶文具，這三道程序防止作弊，嚴格
程度可謂史無前例。
北京警方表示，將啟動高等級防控方案，最大化將警力

向考點及周邊傾斜，確保每個考點安排特警、巡警、消
防、內保、交通等部門的警力不少於8名。另外，為確保
高考試卷安全保密，自5月中旬高考試卷命題工作啟動以
來，北京警方同步介入，圍繞命題、印製、運輸、保管等
環節進行全程監管，24小時值班守護。今年北京高考試卷
運送方式與往年不同，是由外地印刷廠運送回北京。為確
保高考試卷在押運過程中的絕對安全，北京警方首次動用
特警，部署兩個特警武裝處突車組，共有8名特警一路上
跟車押運試卷進京。

已查逾10宗涉考案
據公安部介紹，近期各地公安機關重拳出擊，目前已破獲
涉高考案件10餘宗，抓獲犯罪分子170餘人；清理涉嫌販賣
考題、答案和作弊器材等各類違法信息6,000餘條。
據悉，全國統一高考將於6月7日至8日進行，部分省
（區、市）由於考試科目設置不同，9日仍安排有考試科目。

家庭醫生制擬明年覆蓋三成民眾

各地「升級」措施防作弊
廣東：首次啟用身份識別和無線電作弊防控
雙系統，廣州考生進場需要「人臉識別＋指
紋驗證」，考場覆蓋無線電防作弊系統；深
圳特警押運送考卷

北京：雙崗位或多崗位輪流監督考卷流轉，
特警押運考卷

湖北、廣西：考場出動無線電監測車，攔截
疑似作弊信號

湖南：考場內，考生座位編排盡量避免前後左
右為同一學校學生，防止「熟人串通作弊」

河南：無人機防作弊

寧夏：本科高校在高考期間嚴格請假制度，
逐一確認離校學生去向，嚴防出現充當替考
「槍手」的現象

記者 盧靜怡 整理

■中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家庭醫生
制度。圖為家庭醫生在安徽合肥一居民
家中測量血壓。 資料圖片

■默克爾 資料圖片

■■聯合國維和特派團高級官員聯合國維和特派團高級官員
培訓班昨日在京開班培訓班昨日在京開班。。 中新社中新社

■■廣州考生到考場踩點廣州考生到考場踩點，，查找考室查找考室
位置位置。。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昨日，在長春二實驗中學考點，「驗考場」
的考生們正在接受入場安檢。 新華社

■在河北邯鄲第一中學模擬高考現場，老師利
用「高考身份識別儀」識別考生身份。 新華社


